
2016 年高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拟获奖名单 

 

一等奖 

“小蝌蚪”的源泉——精原干细胞 黄晓燕 南京医科大学 

Confounder（混杂因子） 王辉 南京医科大学 

CPR——The Competition with Death 

心肺复苏术——与死亡的竞赛 
关晶晶 齐齐哈尔医学院 

MHC 分子对抗原的加工和提呈 葛彦 苏州大学 

沉默的视力杀手——青光眼 杨闻文 重庆医科大学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王宁 南京医科大学 

儿童心跳呼吸骤停后的心肺复苏 徐鹏宏 南京医科大学 

耳蜗 赵佳 吉林大学 

骨龄鉴定：看法医如何揭开年龄陷阱 李开 南京医科大学 

广州管圆线虫生活史 王春梅 南方医科大学 

睛明知多少 何玲玲 福建中医药大学 

面部淋巴结 林静 新疆医科大学 

胚泡的植入 赵伟 滨州医学院 

气管插管术 陶炳东 中国医科大学 

全身麻醉 许挺 北京大学 

体股癣 吕雅洁 第四军医大学 

外源化学物致突变作用 吴炜 南京医科大学 

系统性血管炎 王立 北京协和医学院 

先天性胆道闭锁 吴娟 重庆医科大学 

现场心肺复苏术 刘晓伟 中国医科大学 

心——右心房解剖 王晓晟 中南大学 

学习与记忆 向阳 中南大学 

腰椎间盘突出症 汪振宇 吉林大学 

胰腺癌 吴凡 北京协和医学院 

重症急性胰腺炎 张奥 吉林大学 

 

二等奖 

“生命小道”上的探险——胆总管探查 刘宏 山西医科大学 

How the Language Really Works: Academic 

Reading Skills 
王颖 北京协和医学院 

Miles 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的护理 吴臣 滨州医学院 

MR 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王绍武 大连医科大学 

Nursing Assessment（护理评估） 张佳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

校区 

SO2和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 储海燕 南京医科大学 

What Is Virus? 乔媛媛 滨州医学院 

鼻出血 金明珠 中国医科大学 

成人可以带牙套吗 王海燕 温州医科大学 

川崎病的临床表现 黄娜 南京医科大学 



从“死亡地图”感受流行病学之美 邬惟为 山西医科大学 

催乳及膳食营养 莫洁玲 广西医科大学 

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Liddle 综合征 刘亚欣 北京协和医学院 

胆囊结石的超声诊断 武俊 大连医科大学 

动脉粥样硬化 谭斯品 中南大学 

房性早搏心电图 王晓彤 皖南医学院 

高效时间管理方法——GTD 张小曼 徐州医科大学 

镉米之痛 李春宏 广西医科大学 

踝关节慢性不稳的诊断与治疗 杨茂伟 中国医科大学 

肌松药 陈惠 第四军医大学 

急性毒性 吴笛 南京医科大学 

急性心肌梗死 黄海怡 上海交通大学 

急性中耳炎 禹智 吉林大学 

尖锐湿疣 李春婷 北京大学 

胶原 何海涛 吉林大学 

精妙的基因表达调控 尹业 南京医科大学 

临终关怀 张凯 牡丹江医学院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苏奕亮 同济大学 

人类 MHC 结构及其遗传特性 霍治 中南大学 

什么是种植牙 鲍济波 昆明医科大学 

神经细胞：突起 韩芳 中国医科大学 

神经元的网络世界——突触中的化学传递 韩仰 中南大学 

生命的化学——酶 梁小弟 新疆医科大学 

生命孕育中的意外葡萄胎 孙丽梅 中国医科大学 

事预则立——腹部体格检查之准备篇 关琳 中国医科大学 

输卵管妊娠 曾蕾 广州中医药大学 

水通道蛋白 杨玥 滨州医学院 

文化休克的过程 张锋 长治医学院 

心的位置和毗邻 柯荔宁 福建医科大学 

胸痹心痛病机——阳微阴弦 周庆莹 长春中医药大学 

休克的发病过程与机制 张大伟 新乡医学院 

药物的不良反应就是副作用吗？ 林雅 福建中医药大学 

异位妊娠的诊断 吴瑛 南京医科大学 

因果推断的标准 胡晓琴 山西医科大学 

原始心血管系统的建立 刘虹 中国医科大学 

肿瘤去哪儿？ 丁贵鹏 南京医科大学 

 

三等奖 

“白骨精”的二胎烦恼——正视卵巢储备 

功能减退 
王晖 南京医科大学 

“丑小鸭”需要矫治吗？ 钱雅婧 南京医科大学 

ABO 血型及其鉴定 徐昌水 南昌大学 

Physiology of Pleural Cavity 张介平 同济大学 



The Four Sections of Semi-structured Abstract 半结

构式摘要四要素 
陈菲娜 福建医科大学 

传染病暴发调查中的流行曲线应用 李雪莲 中国医科大学 

错合畸形的遗传因素 刘毅 山东大学 

打火机也会引起肺癌 唐少文 南京医科大学 

单糖 刘艳山 南方医科大学 

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茹原芳 中国药科大学 

第一产程临床表现及护理 宫建美 锦州医科大学 

对抗心力衰竭——合理应用利尿剂 梁宇 中国医科大学 

根管预备逐步深入法 陈亮 重庆医科大学 

骨代谢简述 郑博觉 山西医科大学 

红外吸收光谱法 杨静 南京医科大学 

急性会厌炎 李丽娟 北京大学 

急诊高血压 沈林霞 北京大学 

肩关节脱位 聂茂 重庆医科大学 

健康生活 重新开始——髋关节置换术后 

居家指导 
欧阳艳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健康信念模式 朱静芬 上海交通大学 

揭开人类衰老的奥秘——端粒与端粒酶 杨芬 南京医科大学 

抗恶性肿瘤药物概述 苏钰文 南京医科大学 

抗菌药物的给药方案设计 成颖 第四军医大学 

抗原的加工和提呈 庞慧 长治医学院 

叩诊——手的魅力 陈锦团 福建中医药大学 

母乳引起的婴儿颅内出血，你信吗？ 张明 南京医科大学 

前臂皮瓣那些事儿 杜一飞 南京医科大学 

强迫症 郝兴华 长治医学院 

乳房评估 杨智慧 南方医科大学 

深静脉血栓形成 刘慧琳 北京大学 

神经肌肉阻滞剂与拮抗剂：基础与临床 裴丽坚 北京协和医学院 

肾小体 崔佳乐 吉林大学 

生物检材中乌头生物碱的 LC-MS/MS 快速分析 徐恩宇 中国医科大学 

噬菌体 王强 包头医学院 

受精 刘宁宇 中国医科大学 

疏松结缔组织的细胞成分 温昱 中国医科大学 

相关系数的检验 王雯 长春中医药大学 

心电图操作 方鹏 皖南医学院 

需要与护理——跨学科的思想邂逅 周玉峰 南京医科大学 

盐酸普鲁卡因及其制剂的分析 吴春勇 中国药科大学 

一氧化碳中毒 卢慧玲 桂林医学院 

一氧化碳中毒 马少林 同济大学 

异位妊娠 赵巍 中国医科大学 

抑郁症的识别 邱田 重庆医科大学 

银杏叶泡水治病可取吗？ 张东方 中国医科大学 

由“无肠人”得到的启示——外科营养支持 魏威 南京医科大学 



远离乳头皲裂，拒绝疼痛哺乳 屈凤 滨州医学院 

痔的微创治疗 桑海泉 中国医科大学 

子宫内膜癌 刘琦芳 中国医科大学 

 

教学设计奖 

不简单的小锤子 陈乃洁 福建中医药大学 

打呼噜那些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 
李晓莉 中国医科大学 

腹部检查注意事项 杨晓军 广州中医药大学 

腹外疝的诊治 王学虎 重庆医科大学 

高效时间管理方法——GTD 张小曼 徐州医科大学 

海绵窦 王昊 首都医科大学 

抗体 初明 北京大学 

平面及其方程——平面的点法式方程 董寒晖 泰山医学院 

肉毒素的注射治疗 张海娜 吉林大学 

新生儿神经行为评定 赵翠花 山西医科大学 

 

教学风采奖 

MHC 分子对抗原的加工和提呈 葛彦 苏州大学 

根管预备逐步深入法 陈亮 重庆医科大学 

睛明知多少 何玲玲 福建中医药大学 

面部淋巴结 林静 新疆医科大学 

全身麻醉 许挺 北京大学 

人类 MHC 结构及其遗传特性 霍治 中南大学 

现场心肺复苏术 刘晓伟 中国医科大学 

心源性猝死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李荣 南京医科大学 

学习与记忆 向阳 中南大学 

腰椎间盘突出症 汪振宇 吉林大学 

胰腺癌 吴凡 北京协和医学院 

 

制作奖 

“小蝌蚪”的源泉——精原干细胞 黄晓燕 南京医科大学 

肩胛提肌 郭文平 广州中医药大学 

灵动的耳朵——中国好声音是如何被你 

听到的？ 
朱永进 苏州大学 

情绪的外部表现——面部表情 麻丽丽 长治医学院 

输卵管妊娠 曾蕾 广州中医药大学 

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徐蔚 同济大学 

重症急性胰腺炎 张奥 吉林大学 

 

鼓励奖 

How to Develop an Example Essay? 毕秋玲 滨州医学院 

Wheezing and Why——毛细支气管炎 代冰 中国医科大学 

X 线管装置 王博 新疆医科大学 



Y-STR 遗传标记在法医学中的应用 姚军 中国医科大学 

臂丛神经阻滞 乔飞 昆明医科大学 

补体激活的经典途径 刘彩红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

校区 

常用镍钛器械的根管预备 陈丽薇 中国医科大学 

猝死的法医学鉴定 张明阳 苏州大学 

道地药材 于京平 滨州医学院 

电子传递链 陈颖 桂林医学院 

端脑的髓质 范光碧 西南医科大学 

多发性硬化 季哲 上海交通大学 

二尖瓣狭窄的并发症 朱悫 重庆医科大学 

发热 张会君 锦州医科大学 

肺通气的动力 秦颖 同济大学 

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 贾琳 牡丹江医学院 

腹痛病人的症状观察 何淑玲 佳木斯大学 

肝细胞癌的 MR 诊断 何晓静 重庆医科大学 

高危儿管理（了解篇） 郭虹 山西医科大学 

股骨颈骨折 张磊 滨州医学院 

骨折总论 吕扬 北京大学 

光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段文军 南方医科大学 

核糖体与蛋白质的合成 李刚 南昌大学 

黑素细胞 刘爱军 广州中医药大学 

蛔虫的生活史 周蕾 包头医学院 

急性会厌炎 车娜 同济大学 

急性乳腺炎 薛会朝 新乡医学院 

急性乳腺炎 温健 中国医科大学 

家兔的颈外静脉插管 白瑞樱 新乡医学院 

甲状腺的微细结构 秦纹 新疆医科大学 

经络的概念 张东淑 南方医科大学 

颈淋巴清扫术 李越霄 中国医科大学 

抗体的功能 米娜 广东医科大学 

课前思考：为什么上大学？ 王睿偲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诊室意外急症 景泉 北京协和医学院 

流行性感冒病毒 黄雅丽 广州中医药大学 

颅内肿瘤切除的术中唤醒麻醉 董军 重庆医科大学 

露珠的奥秘——铺展与润湿现象 李婷婷 山西医科大学 

面对药品零差价，你准备好了吗？ 柴丽娜 山西医科大学 

脑出血的 CT、MRI 诊断 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 

配位化合物与人体健康 秦向阳 第四军医大学 

青霉素所致过敏性休克的防治 王丹 徐州医科大学 

全科医生对慢性病病人的全面照顾 吴彬 中国医科大学 

全酸蚀与自酸蚀系统的粘接理论 付佳乐 中国医科大学 

人工流产的并发症 丁锦 皖南医学院 

认识的本质 王强芬 桂林医学院 



双胎输血综合征 尹少尉 中国医科大学 

髓腔通路预备术 王娟 南京医科大学 

髓鞘的形成 余水长 苏州大学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诊断与治疗 梁缨 山西医科大学 

头皮的解剖与临床应用 郗磊 山西医科大学 

吞咽障碍的评定 侯志纵 山西医科大学 

胃癌的诊断与治疗 郭琳 中国医科大学 

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表现 韩昕晶 重庆医科大学 

温里药概述 钱平 中国医科大学 

吸附分离法——活性炭 何书英 中国药科大学 

向“拼死吃河豚”说“不”！ 李远 南京医科大学 

消化性溃疡出血内镜治疗 姜丽君 山西医科大学 

小脑 王继胜 皖南医学院 

心肺复苏（上集） 李志尚 广州中医药大学 

血液透析滤过 VS 肾脏一决高下 落恒 山西医科大学 

血液循环 陆环 石河子大学 

循序渐进的乳房检查 朱倩男 南京医科大学 

眼球 崔卫刚 新乡医学院 

胰岛素临床治疗的基本策略 章燕 南昌大学 

乙肝五项的免疫基础及临床意义 王艳 山西医科大学 

异位妊娠的部位和输卵管妊娠的病因 张进 中国医科大学 

营养与肥胖 石东星 山西医科大学 

有机磷农药急性中毒与解救 汤强 华中科技大学 

枕先露的分娩机制 冯丽 山西医科大学 

正常产褥——子宫的变化 陈军莹 广西医科大学 

中国印 朱永旺 山西医科大学 

重症肌无力 田野 中国医科大学 

蛛网膜下腔出血 刘忠锦 齐齐哈尔医学院 

 

优秀组织奖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苏州大学 

滨州医学院 同济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皖南医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 新疆医科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新乡医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长治医学院 

吉林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中南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